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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語意網路 

語意網路(Semantic Network)的概念最早用於研究人類聯想記憶，描述

人類記憶內部結構的心理學模型，也用在表達語言語義方面，以網路結構

來表達人類知識構造，主張知識的表徵型態是具有階層性的語意網路。網

絡中的元素，稱為節點，代表概念，節點間的連結代表關係，關係可能涉

及類別歸屬、屬性或其他的語意關係（Collins and Quillian 1969）。 

    普遍而言，語意網路意涵是指將兩兩詞鍵用語意相似性串連起來，以

網狀圖形表示詞與詞間的關係，建構成兩兩相連的網路脈絡，實際的呈現

方式又可稱為「語意矩陣(Semantic Matrix)」，是一種以網路結構為基礎且

具有效率的圖形化表示方法。 

    語意網路用於文字索引時，可藉由一個關鍵詞來瀏覽網路脈絡中與之

相似性高的其他關鍵詞，如鍵入「王建民」這個關鍵詞時，系統也能檢索

到「台灣之光」、「伸卡球」、「紐約洋基隊」或是「美國職棒大聯盟」

等關鍵詞（圖2-1）。 

              

圖 2-1 語意網路檢索釋例 

由於每個關鍵詞間皆有語意的關連性互相影響而非獨立存在，所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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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網路的建置最後會產生一個「概念空間」，只要下達欲檢索的關鍵詞，

索引系統不僅能對關鍵字的相似性作檢索，也會對該關鍵詞整個語意上的

概念空間作檢索。 

    語意網路與目前常見的語意網（Semantic Web）並不相同。語意網是由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發明人柏納斯李（Tim Berners-Lee）提出

的，目的是要讓網際網路上的文件都能用標準的本體知識語言表達，讓電

腦了解人類語意內涵，作出更精確的資料判斷與處理及達到知識分享的目

的。語意網並非全新的網路，而是目前網路架構的延伸，只是運用本體論

與智慧代理人提供機器可理解的語言，而不修改既存的網路內容。 

1、知網 

    知網（How-net）是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機語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的董振

東與董強所提出，主要是以漢語和英語的詞語所代表的概念為描述物件，

揭示概念與概念間及概念與其所具有的屬性間的關係為基本內容的網絡。

因此，知網常被認為是一般詞彙的本體詞網（黃居仁 2002）。 

    知網是一個知識管理系統，該系統主要包含知網管理系統以及中英雙

語知識詞典。對於知網所描述的知識詞典，本文利用「程式」這個詞的其

中三個概念來做說明（表2-1）；概念編號為該詞其中之ㄧ個概念在知網中

的編號，詞彙即概念所屬的詞，詞性即詞彙在該概念下的詞性，最後的概

念定義指用知識描述語言對此概念作一個描述。 

表 2-1 程式的概念 

 例一 例二 例三 
概念編號 13216 13219 13221 

W_X= 詞彙 程式 程式 程式 
G_X= 詞彙詞性 N（名詞） N N 
DEF= 概念定義 symbol|符號 

 
attribute|屬性，

sequence|次序，

event|事件 

software|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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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網強調概念的共同性質和個別性質，例如：對於『醫生』和『患者』，

「人」是它們的共同性質，而「醫生」的個別性質為他是「醫治」的行動

者，而「患者」的個別性質為他是「患病」的感受者（圖2-2）。 

                  
圖 2-2 醫生、患者及醫病等關係 

    知網描述概念間的關係有兩種表示方式：一種是用關係義原來表示，

另一種是用表示概念關係的關係符號來表示。關係義原主要包括上下位關

係、同義關係、反義關係及對義關係等。關係符號則標示於概念或屬性前

後，用來呈現概念與概念或概念與屬性間的關係（表2-2）。 

表 2-2 知網描述關係 

關係義原 說明 例子 例子說明 
上下位關

係 
特徵間具有階層式關係。 生物-動

物-人 
「生物」的階層在「動

物」之上；「動物」又

在人的上一層。 

同義關係 詞彙意義相同者，有共同

的直接上位概念。 
老師-教
授 

「老師」-「教授」的定

義皆為：人/教/教育。 

反義關係 詞彙意義相反或相對的

詞，有共同的直接上位概

念。 

有-無 「有」跟「無」為反義

關係。 

對義關係 詞彙意義相互對稱的詞。 明-暗 「明」與「暗」為對義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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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義原 說明 例子 例子說明 
部分-整
體關係 

主要名詞特徵為『部件』

者，其後由標示符號 % 
找出整體。 

中央處理

器-電腦 
「中央處理器」為「電

腦」的一部份，且「電

腦」為其整體。 

屬性-宿
主關係 

主要名詞特徵為『屬性』

者，其後由標示符號 & 
找出宿主。 

味道-食
物 

「味道」是用來描述「食

物」特性的一種。 

材料-成
品關係 

在定義特徵中，藉由標示

符號 ? 找出成品。 
紙漿-紙
張 

 

「紙漿」為製造「紙張」

的材料，且「紙張」為

其成品。 

主體-事
件關係 

概念是附加屬性的施事

或工具，在事件前標注 
* 。 

買主-買 

 

 

附加屬性必須是事件類

特徵，附加屬性「買」，

就屬事件類，其中概念

「買主」是施事

（agent）。 

物等-事
件關係 

概念是附加屬性的受

事、對象、領有物、內容

或可被附加屬性處置，在

事件前標注  $ 。  

病人-醫
治 

 

附加屬性必須是事件類

特徵。列舉的關係包

括：概念「病人」是附

加屬性「醫治」的受事

（object）。 

工具-事
件關係 

概念是附加屬性的施事

或工具，在事件前標注 
* 。 

訂單-買 

 

附加屬性必須是事件類

特徵，如附加屬性

「買」，屬事件類，其

中概念『訂單』是這一

事件的工具。 

場所-事
件關係 

概念是附加屬性的空間

或時間。 
學校-買 

 

 

 

 

 

附加屬性必須是事件類

特徵，如附加屬性

「買」，就屬事件類，

其中概念『學校』是「買」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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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ordNet 

    WordNet 早期的發展可以追溯到 20 多年前，開始逐漸具體和清晰化則

是在 1985 年後開始，由美國普林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認知科學

實驗室的 Miller 和 Beckwith 等人所建立的英語詞彙字典。根據詞義來組織

詞彙資訊，可以說是一部基於心理語言學原理所編製而成的語義詞典。 

    WordNet在早期發展階段，主要是考慮用關係語義來描述詞義的方式是

否能夠大規模地廣泛使用，到了研究人員確信可行的的時候，就研發了應

用軟體把想法變成現實。實際上，早期的Miller並沒有構建一個大詞庫的想

法；初步只著重在識別由字串組成的最重要的詞節點，並探索其中的語義

關係模式，如果得到了正確的語義關係模式，詞語的定義就能從中推理出

來。其後經過許多學者提出相關的研究與應用，才使WordNet發展為現今如

此龐大的語義詞典。 

關係義原 說明 例子 例子說明 
時間-事
件關係 

概念是附加屬性的空間

或時間。 
假期-休
息 

 

附加屬性必須是事件類

特徵，如附加屬性「休

息」，就屬事件類，其

中概念「假期」是「休

息」的時間。 

事件-角
色關係 

經由”動詞主要特徵”找
出其必要角色。 

醫治-醫
生 

「醫生」可為「醫 

治」的必要角色。 

相關關係 附加屬性和概念相關，在

相關概念前標注 # 。 
 

 

 

 

 

 

次要特徵「商」的前面

加了 # 的標識符，表示

「顧客」這一概念，本

質上不具備「商」的特

徵；然而這一概念與

「商」相關，其出現的

情景通常都具有「商」

的概念，如「這位顧客

常來本店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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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er 曾提出以下三個建構 WordNet 的基本假設如下： 

（1） 可分離性假設（separability hypothesis） 

語言的辭彙成分可以被分離出來並專門針對它加以研究，詞庫

（lexicon）並非完全獨立於其他語言成分，但它的確可從其他成分

中分離出來的。如語法知識在一個人的早年生活中就成型了，但辭

彙量卻可以隨著智力活動的不斷積累而增加，這表明語言的不同成

分涉及不同的認知過程。  

（2） 模式化假設（patterning hypothesis） 

一個人不可能完全善用一種語言所需的所有詞彙，除非能夠完

全掌握詞的義涵中存在的系統模式和詞的義涵間的關係。這種系統

化的心智模式從柏拉圖時代就成為一門進行推測的學問，現代語言

學研究開始在自然語言的語義結構中識別這樣的模式。 

（3） 廣泛性假設（comprehensiveness hypothesis） 

若要讓計算機能像人那樣的處理自然語言，就需像人那樣儲存

盡可能多的詞彙知識。  

    WordNet將詞彙收錄於一知識庫中，包含英文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及

副詞，並分別將其組織成同義詞集(Synset)作為詞彙詞典的核心，每個同義

詞集合間，都有一些關聯性指標(Relational pointers)， 指向與這個同義詞集

合間所存在的某種相關性的同義詞集合。因此，WordNet是一個具有階層架

構關係的詞典。 

    一個同義詞集包含：同義詞、解釋、例句。如果一個詞彙同時收錄了

兩個以上的同義詞集，則稱此詞彙具有歧義現象，例如club這個詞彙在

WordNet的名詞部分就具有七個詞義，本文在此取其中三個做說明（表2-3）。

其他值得注意的是，WordNet 除了以同義詞集為詞義基本單位外，也定義

同義詞集間之語意關係，包含了上下位關係、同義關係、反義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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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以 club 為例的同義詞集 

編號 (wn.club.1) (wn.club.2) (wn.club.3) 
同義詞 clubhouse, club club golfclub , club 
解釋 a building occupied 

by a club 
stout stick that is 
larger at one end 

golf equipment used 
by a golfer to hit a 
golf ball 

例句 “the clubhouse 
needed a new roof” 

“he carried a club in 
self defense” 
“he felt as if he had 
been hit with a club” 

 

 

三、文字探勘 

    文字探勘（Text Mining）針對非結構化文件資料進行分析，所謂的非

結構化文件資料是指以自由形態方式呈現的自然語言內容，像是新聞、會

議紀錄、電子郵件、手冊、公司章程等，其內容並無一定的格式，組成元

件不容易明確切割、命名，或須有特殊語法加以描述。Sullivan（2001）定

義文字探勘為一種編輯、組織及分析大量文件的過程，用以符合使用者的

特定資訊需求及發現某些特徵間的關聯，文件中的關鍵資訊包括人、事、

時、地、物、關鍵字及關鍵概念階層。 

    文字探勘所面臨的技術挑戰是文件型資料的內容冗長，文件的特徵和

屬性不易明確的定義和界定。所以文字探勘需要龐大的人力篩選，以及對

複雜的特徵和屬性進行擷取，進行文字探勘工作常見的執行活動有中文斷

詞、特徵擷取及向量空間模型，將介紹如下： 

1、中文斷詞 

    詞是自然語言處理上最基本的單位，所謂的詞是指語言學家所定義的

「能夠獨立運用，具有完整語意的最小語言成分」。英文的每個單字都可

以成為詞，具有自己的意義，且每個單字之間都有明顯的空白作為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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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沒有詞法分析上的困擾。相反的，中文在書寫時，詞與詞之間並不會

以空白做為區分，也就是說，單就文字的表現形式來看，中文並沒有詞這

個單位。另外，中文詞並不像英文詞一樣有時態或是單複數的變化，因此

可能會發生同一個詞擔任不同語法功能時，形式卻是完全相同的情況。 

基於以上提到的特點，在進行中文斷詞時無法直接使用英文斷詞方式

作為分析基礎，應用上因而與英文斷詞有所差異，將正確的詞切割出來，

就成為中文斷詞系統的重要工作。很多與中文自然語言應用相關的研究，

如文件檢索、中文輸入、機器翻譯等，都需要利用斷詞系統作為前置處理

器。主要是因為中文語義的基本單位是詞而不是字，一般的電腦無法直接

從文字上辨別出詞的意義，所以在進行計算詞彙的權重之前，必須利用斷

詞系統進行斷詞。 

中文斷詞系統的目的主要是對句子句法及語意進行初步分析，藉由分

析過程，電腦可辨識出文件中各關鍵字及片語所扮演的角色、句子的基本

構造間的關係。因此，好的斷詞系統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輸入的字串分隔

成串，以便找出正確的詞串，例如輸入的字串為“我昨天下午到美術館看畫

展”，理論上應該產生正確的詞串為“我 昨天 下午 到 美術館 看 畫展”，

但也有可能產生不正確的詞串為“我昨 天下午 到美術 館看畫展”。因此，

斷詞結果的正確性與完整性及其效率，就顯得相當重要，因為斷詞系統效

能的優劣將會影響到後續的處理工作。 

    無論台灣或大陸地區，近幾年都開發出很多重要的資源，目前有些現

有的斷詞處理系統可供相關的研究者使用，較著名的有以下兩種系統： 

（1） 中研院中文斷詞系統：此系統由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CKIP）開發，

具有自動抽取新詞、建立領域用詞及線上即時分詞的功能，為一具

新詞辨識能力且附加詞類標記的選擇性功能系統。分詞系統進行分

詞並解決分詞歧義問題的依據主要為詞彙庫及定量詞、重疊詞等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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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規律及線上辨識的新詞，除了基本詞彙庫外，使用者依據不同領

域文件，補充以領域詞典做為分詞之用。此系統含有五百萬個以上

的詞彙，分類有詞料分類、詞料選取、分類標準與詞類標記。詞類

標記為選擇性功能，可附加文本中切分詞的詞類解決詞類歧義並猜

測新詞之詞類。總計178個詞類，經過簡化後共有46個標記（表2-4）。 

表 2-4 簡化詞類標記集表（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 

   

 

詞 類

標記 
說明 詞類

標記

說明 

A 非謂形容詞 Nh 代名詞 
Caa 對等連接詞，如：和、跟 I 感嘆詞 
Cab 連接詞，如：等等 P 介詞 
Cba 連接詞，如：的話 T 語助詞 
Cbb 關聯連接詞 VA 動作不及物動詞 
Da 數量副詞 VAC 動作使動動詞 
Dfa 動詞前程度副詞 VB 動作類及物動詞 
Dfb 動詞後程度副詞 VC 動作及物動詞 
Di 時態標記 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Dk 句副詞 VD 雙賓動詞 
D 副詞 VE 動作句賓動詞 
Na 普通名詞 VF 動作謂賓動詞 
Nb 專有名稱 VG 分類動詞 
Nc 地方詞 VH 狀態不及物動詞 
Ncd 位置詞 VHC 狀態使動動詞 
Nd 時間詞 VI 狀態類及物動詞 
Neu 數詞定詞 VJ 狀態及物動詞 
Nes 特指定詞 VK 狀態句賓動詞 
Nep 指代定詞 VL 狀態謂賓動詞 
Neqa 數量定詞 V_2 有 
Neqb 後置數量定詞 DE 的，之，得，地 
Nf 量詞 SHI 是 
Ng 後置詞 FW 外文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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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所漢語詞法分析系統（ICTCLAS）：此系統由中國科學院計算

技術研究所開發，耗時一年多研發出基多層隱碼模型的漢語詞法分

析系统(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此系統的分類功能有：中文分詞、詞性標註（表2-5）、未

登錄詞識別等。 

表 2-5 詞性標注標記集（資料來源：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 

2、向量空間模型 

    向量空間模型(Vector Space Model , VSM)的概念最早是由Salton（1983）

所提出的，由於概念相當簡單，所以為目前學者們常用的方法。基本上，

空間向量模型是一種由關鍵詞與文件所組成的向量空間，具有增強擷取的

詞 類

標記 
說明 詞類

標記

說明 

Ag  形容詞性語素 ns  地名 
a  形容詞 nt  機構團體 
ad  直接作狀詞的行詞 nz  其他專名  
an  具有名詞功能的形容詞 o  擬聲詞  
b  區別詞 p  介詞 
c  連詞 q  量詞 
Dg  副詞性語素 r  代詞 
d  副詞 s  處所詞 
e  嘆詞 Tg  時間詞性語素 
f  方位詞 t  時間詞 
g  語素：絕大多數語素都能

作為合成詞的“詞根”。 
u  助詞 

h  前接成分 Vg  動詞性語素。 
i  成語 v  動詞 
j  簡稱略語 vd  副動詞，直接作狀語的動詞

k  後接成分 vn  名動詞，具名詞功能的動詞。

l  習用詞  w  標點符號 
m  數詞 x  非語素字 
Ng  名詞性語素 y  語氣詞 
n  名詞 z  狀態詞 
nr  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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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1）向量表示法 

    Salton 認為，為了幫助檢索的進行，必須在檢索前對資訊本身進行分

析。這個分析的過程被稱為建立索引，索引的主要目的在表徵文件的內容，

並給予索引字詞一定的權重，以顯示該詞彙在文件中的重要價值。建立索

引的方法為針對系統中整體文件集合D，找出一組屬性為(W1,W2,…,Wk)，

並在文件集合D中找出某一文件Di能有一組屬性值為(Wi1,Wi2,…,Wik)，使

得文件Di具有足夠的資訊以代表文件集合D。該組屬性值稱為文件Di的索引

向量元素，即所謂的權重。 

利用向量代表各個文件，不但可以清楚呈現各個文件間的關係，且彼

此間的相似度也較易計算，當文件意義相近時，可能會有很多相同的關鍵

詞，若利用向量空間作表達時，這些向量會較接近。圖2-3顯示三維度的向

量空間模型，向量模型的概念是將文件與索引關鍵詞都轉換成在相同高維

空間中的向量，以索引關鍵詞與文件中對應關鍵詞的權重來評估其相關性，

而相關性即為計算兩向量的夾角所求得的相似值。因此，空間中的每篇文

件皆由三個不同的索引關鍵詞(W1,W2,W3)所組成，文件依索引關鍵詞權重

的不同，在空間中的位置亦不同。 

 

 

 

 

 

 

                       

圖 2-3 空間向量模型 

W3 

W1 

W2 

Doc1 

Doc2 

Do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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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三維度之向量空間，可以延伸至n個維度，且可利用「關鍵詞-文

件矩陣」的方式作為表達。圖2-4為一有k份文件集合與i個關鍵詞的「關鍵

詞-文件矩陣」；其中，W 為字詞i在文件k的權重。 

W
W

W
W

W
W

      
W W W

 

圖 2-4 關鍵詞-文件矩陣 

（2）權重值計算 

    在一份文件集中，每個索引關鍵詞都代表空間中的一個維度，維度上

的值代表該文件在此維度上的重要程度，此值稱為該索引關鍵詞的權重值。

而權重值之計算方式則有，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加權模式、

TF（Term Frequency）加權模式、TFIDF（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加權模式及TFITF（Term Frequency / Inverse Total Term 

Frequency）加權模式等。 

    TFIDF 加權模式是以相關性回饋(Relevance Feedback) 演算法為基礎

所提出的一系列相關研究。TF 概念是Salton 和 McGill(1983)提出的，而

IDF 概念則是Spark(1972)所提的。TFIDF 是為了進行特徵擷取所發展出的

一個演算法，主要用途在於幫助判斷詞在一份文件的重要性，藉由這個模

式計算後可得到關鍵詞的權重值，最後得到每份文件的詞鍵權重列表，也

就是文件的向量。TFIDF有兩個重要的組成部分，TF(Term Frequency；字

頻)與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反文件頻率)，以下介紹其公式： 

 TF (Term Frequency)：字頻；詞義在文件中出現的頻率。詞義表示關

鍵詞的釋義。 

tfij = nj / nall  

tfij：詞義 j 在文件 i 中出現之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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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詞義 j 在文件 i 中出現之次數。 

nall：文件 i 中，所有具有意義的總詞頻。 

 IDF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反文件頻率；計算文件的反頻率。

意指：一個詞義若在所有文件中廣泛的出現，則其對某文件的代表性

會較低；反之，若其只出現在幾份文件中，則此詞義對於某文件的代

表性會較為顯著。 

IDFj = log2(N/dfj) 

IDFj：代表詞義 j 在所有文件裡出現頻率的倒數。 

N：代表所有文件的總數。 

dfj：代表詞義 j 所出現的文件總數。 

 Weight：詞義在文件中的權重值，也可以說是其顯著值。當詞亦出現

在多份的文件中時，則此項因子會修正其重要性。 

wij = tfij * IDFj = (nj / nall) * log2(N/dfj) 

wij：即為詞義 j 在文件 i 中的權重值。 

tfij：詞義 j 在文件 i 中之出現頻率為公式的主要決定因子。 

（3）相似度計算  

關鍵詞相似度是一個主觀性較強的概念，很難得到一個統一的定義，

因為詞彙間的關係複雜，相似與差異其實很難用一個簡單的數值衡量。從

某一角度看，兩詞語可能具有極高的相似度，但從另一角度看，相似度的

差異可能就顯得非常大。相似度是一個數值，值的範圍通常介於 0 與 1 之

間。一個詞語本身的相似度為 1。如果兩個詞語與其上下文完全無法互相替

代，那麼兩詞語的相似度為 0。 

當文件以向量空間模型呈現以後，就可利用相似度的計算公式（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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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文件或文句間的相似度，更明確的表達詞彙間的關係。 

表 2-6 常見相似度計算公式（資料來源：Salton 1988） 
公式名稱 以二元方式表示向量及以不

同權重表示向量的計算方式 
說明 

匹配係數

（matching 
coefficient） 

|X∩Y| 
或 

x y  

匹配係數計算兩個向量都非零

的維度數，與其他度量方法不同

點為它忽略向量的長度和每一

個向量非零維度數的影響。 

Dices係數 
（Dices 
coefficient） 

2| X∩Y | / |X| + |Y| 
或 

2 ∑ x y
∑ x ∑ y

 

Dices係數對向量長度進行處

理，將兩個向量總的非零維的數

目作為公式的分母。定義中乘以

2的目的是為了使度量值限制在

0.0到1.0的範圍內，度量值為1.0
表明兩個向量相等。 

Cosine 係數

（Cosine 
coefficient） 

|X∩Y| / |X||Y|  
或 

∑ x y
∑ x ∑ y

 

Cosine 係數的概念是要計算代

表兩文件的向量夾角，夾角越小

表示兩文件越相似。 

Jaccard 係
數（Jaccard 
coefficient） 

|X∩Y| / |X∪Y| 
或 

∑ x y
∑ x ∑ y ∑ x y
 

Jaccard 係數與Dices係數一

樣，度量值都在0.0(無交迭)和
1.0(完全交迭)之間，在交迭程度

較小的情況下，由Jaccard係數得

出的值較低。 

註：X=（x ,x ,x , … . x ）。 
|X|=X 出現的次數。 
|X∩Y|=X 與 Y 同時出現的次數 

 

四、本體論 

    Ontology這個字來自於希臘的ontologia，意指 “talking”about “being”。

Palton（427-347 BC）是第一個對該字下定義的學者，認為本體論為代表相

對於實體存在物體的抽象化概念。本體論緣起於哲學領域，原是哲學的分

支，研究客觀事物存在的本質，與認識論（研究人類知識的本質和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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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即本體論研究客觀存在，而認識論研究主觀認知。 

1、本體論的定義 

    哲學家對本體論的典型定義為：對於整體世界的真實存在進行探究，

並提出其存在原理的知識系統。隨著時間演變，本體論常被定義為：真實

世界是由許多不同的領域所組成，在不同的領域中，有著不同的領域知識。

各種不同的領域知識是由許多與領域相關的基本元素及概念所組成，從領

域中所定義出來的元素及概念，只要透過更改屬性與關係，就可被引用於

相同或不同領域加以描述與構建，並將這些構建的成果儲存起來，達到再

用與共享的目的。 

本體論目前廣泛地應用於知識工程(Knowledge Engeering) 、人工智慧

(Aritficial Intelligence)、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 、資訊整合(Information 

Integration)等領域，各學者對本體論的看法和定義不太一樣。表2-8匯集各

學者對本體論所下的定義，不同領域在定義相同的事實時，可能提供不同

的觀點，有些定義與本體論的基本概念和內容架構無關，而是受到本體論

概念影響後的延伸。 

表 2-7 本體論定義 

學者 定義 

Bunge（1977） 提出了「科學本體論」的定義，認為科學本體論是以

科學方法來探討真實世界一般性的通則和特徵。 

Neches et al. (1991) 本體論定義了組成主題領域的詞彙的基本術語和關

係，及用於組合術語和關係，以定義詞彙的外延規則。

Gruber（1993） 本體論可以說是對一個概念的明確具體描述，也就是

將抽象概念轉化為具體描述的過程。 

Wielinga and Schreiber 
(1993) 

從代理人的角度出發，認為本體論是能存在於知識代

理人腦中元件之原理。 

Uschold and Gruninger 
(1996)  

本體論是一個大家共享的概念。也就是說，本體論為

一個明確的、正規的及可分享的概念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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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定義 

Guarino (1995)  本體論是一個邏輯理論(Logical theory)，用來說明一

系列字彙的特定意涵(Intended meaning)。 

Huhns and Singh(1997) 從計算及推論能力的角度出發，認為本體論是一個代

表世界某個部分的計算模型。 

Stuber and Colleagues 
（1998） 

本體論是對概念作格式化且清楚的描述而使之可分

享；概念是指對地球上所存在的各種現象作相關的抽

象化的定義跟描述，清楚的描述指對概念作定義和限

制，格式化是指用電腦可讀的方式呈現概念，可分享

是指知識不限定於某個體，而是被整個群體所接受的。

William and Austin 
(1999) 

從知識管理的角度出發，本體論是用於描述或表達某

一領域知識的一組概念或術語，可用以組織知識庫較

高層次的知識抽象，也可用來描述特定領域的知識。

Chandrasekaran, et al. 
(1999) 

本體論是屬於人工智能領域中的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y）其研究特定領域知識的對象分類，對象屬性

和對象間的關係，它為領域知識的描述提供術語。  

董振東與董強（2001） 本體論是一個以漢語和英語的詞語所代表的概念為描

述對象，以揭示概念與概念間及概念所具有的屬性間

的關係為基礎的常識知識庫。 

 

2、本體論的基本架構 

為了使各領域的資訊都能夠以相通的架構來呈現及描述，並配合人工

智慧系統支援知識的分享及重複利用，本體論須先定義重要的觀念，主要

透過階層式架構與概念間關係的描述而明確的將相關領域知識表達。而這

些觀念大多是經由領域專家所制定。組成要素以下所述： 

（1） 概念（Concept）: 是本體論表達的基本構成要素，概念也可以是許

多個子概念的集合。如水果可以為其子概念溫帶水果及熱帶水果等

的集合概念。 

（2） 屬性（Property）: 指每個概念所具有的特性或屬性，一個概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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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多個屬性及相關的屬性值，通常概念之屬性可大致區分為一般

屬性與繼承屬性。如溫帶水果通常有“子或種子”，所以”種子”是溫

帶水果的一般屬性。 

（3） 關係（Relationship）: 指概念間相互的影響。如蘋果常在溫度較低

的地方生長，因此，水果與蘋果間的關聯為“溫度適中的地方生長”。 

（4） 實例（Instance）：概念的一個案例，實例繼承其概念和所有屬性或

關聯，例如蘋果或水梨就是溫帶水果中有”子”的一個實例。 

（5） 公理（Axiom）：本體論中的原則或限制，其功能在於制定概念間的

重要關聯或限制，這種關聯往往會橫跨多個類別。 

3、本體論的應用 

    由於本體論的基本概念簡單易懂，且具領域知識內容認知的一致與整

合性，故有越來越多的學者利用本體論為基礎展開研究。本體論應用於詞

彙與語意分析方面，有普林斯頓大學教授所建置的WordNet、知網及中研院

中英雙語知識本體詞網 (Sinica BOW)。其他較為人所知的應用領域介紹如

下： 

（1） 知識工程：研究人工智慧的學者們認知到若能建構某個領域最一般

的、基礎的架構，使得往後該領域的相關研究都可重複的使用該架

構，必可減輕知識工程的負擔。目前，應用本體論來建構知識內容

的領域包括醫學、機械工程學、地理學、生物學等。同時也影響到

會計資訊系統領域，如以本體論為基礎發展交易處理、企業資源規

劃、知識文件分享、流程知識的重複使用等。 

（2） 語意網：此領域的學者意圖將人類語意加入網際網路環境中，使程

式能夠理解網路上各種資料內涵。全球資訊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 指出語意網為其七大重點發展項目之一，並指出

語意網的基本要件包括可延伸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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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資源描述架構(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XML

綱要(XML Schema) 與XML簽章(XML signatures)等與本體論相關的

描述語言。 

（3） 資訊檢索：網際網路是一複雜且多變的環境，因此，如何有效且地

對使用者提供整合性的服務，並且確保資料品質，已成為當下具有

價值的研究課題。目前的資訊檢索技術，搜尋結果未能符合使用者

的需求，主要是因為傳統方法主要是利用單純的關鍵字做搜尋而未

能了解文章的真正意涵。故此領域的研究利用本體論對知識內容的

特性，建構新的網路架構。 

4、本體論建置原則 

本體工程的建置必須經過精心的設計，且非常耗力費時，因此，建置

本體時，必須認真的將建置原則納入評估，加強建置本體知識的效率。建

置本體的五個原則(Gruber 1993)，可讓本體達到知識共享的目的，並作為本

體設計的明確指引及評估標準。以下為五原則的介紹： 

（1） 清晰（Clarity）：本體必須清楚的利用自然語言說明所定義概念的意

義。而在對概念作定義時，應該是客觀與背景獨立的。在定義時可

用格式化的公理(formal axiom)表達，且定義應該盡可能的完整且有

條理。 

（2） 一致性（Coherence）：本體應該支持與本體定義一致的推論。若一

句子可從公理中推論出是違反定義的，則該本體便不具有一致性。 

（3） 可擴展性（Extendibility）：本體應該懂得利用既有的概念，衍生出新

的概念，以滿足新增或特殊的需求，而無須修改已有的概念定義。 

（4） 最小編碼偏向（Minimal  encoding  bias）：概念的描述應以知識層級

來描述，不應該過於依賴某一種特殊的符號表示方法。因為相同的

知識在進行系統實作時可能採用不同的知識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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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體約定最小（Minimal  ontological  commitment）：本體約定應該

最小，只要能夠滿足特定的知識共用需求即可。 

5、本體論建置方法 

    在專家系統中，知識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整個建置過程中

最困難的一環，原因在於領域專家對於電腦及專家系統技術不熟悉，而負

責知識擷取的知識工程師（Knowledge Engineer）則對於領域知識不熟悉。

Hiroko (1997)認為知識擷取是發展知識系統最不明確的觀點，卻是最重要的

過程，高品質的知識擷取應考慮到知識萃取與維護的關連，建置知識庫的

方法存在著生命週期模式(Life Cycle Model)，提供重要的知識擷取概，共

包含辨識問題、概念化、正規化、建置知識庫、測試五個步驟（圖2-5）。 

 

 

 

 

 

 

 

 

 

 

 

      

 

 

 

圖 2-5 知識擷取步驟（資料來源：Hiroko 1997） 

同樣的，本體論模型的發展也需要大量領域工程師與知識工程師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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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配合；由知識工程師進行知識擷取工作，再由設計工程師以知識表達法

和邏輯推理，建立系統推理引擎。Waterson 和 Preece(1999)提出本體論建置

的困難點主要是太多不同專業領域的領域本體論需要被定義。因此，為了

加強建置效率，需要依賴系統化的方法論來進行其本體工程，並驗證其品

質。目前已發展出有許多本體建置及評估本體論的本體工程，發展比較完

備及著名的方法論有 Cyc method、Uschold and King’s method、TOVE method、

Natalya method、KACTUS approach、METHONTOLOGY、SENSUS method

及 On-To-Knowledge methodology 等。 

另外，也可利用自然語言處理及機器學習，自動化的進行知識擷取以

建構本體的工作。本文列舉Aussenac-Gilles and colleagues’ method 做說明；

要利用此法進行本體論學習前，須符合兩個前提假設：其一為本體的建構

者須為該領域的專家，以便判斷概念的重要程度；其二為該領域專家知道

如何藉由語意網路建構本體論。此法藉由自然語言處理工具擷取詞彙並分

析大量詞彙的含意，進而將大量詞彙轉換成特定領域的語意網路，並利用

語意網路判斷概念與概念間及概念屬屬性間的階層關係，以下說明此法所

進行的四大活動（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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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本體論建構步驟（資料來源：Aussenac-Gilles et al. 2002）。 

（1） 詞典構成（Corpus constitution） 

建議在選取文件上應由領域專家進行，詞典內容應包含整

個領域的重要字詞，此步驟可幫助專家對領域知識的重要詞彙

有初步的了解。 

（2） 語言學分析（Linguistic study） 

重點在選取適當的自然語言處理工具，並應用此工具分析

詞彙間的關係。 

（3） 標準化（Normalization） 

本活動的結果是藉由語意網路表達概念間的關係，此時的

概念模型雖非格式化的概念模型，但概念間的關係直接而清楚。

此活動階段分為兩步驟，語意分析步驟和概念化步驟；語意分

析步驟主要在找出詞彙與詞彙間的關係，並根據原始文件的描

述對詞彙定義作資訊上的補充，概念化步驟則是將字詞和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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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成概念和網路關係。 

（4） 正規化（Formalization） 

將語意網路的概念及關聯轉換成正規化的本體知識。 

    有許多工具都支持此法，如 Lexter（Bourigault et al. 1996）用於領域知

識的自然語言學分析，Géditerm（Aussenac-Gilles 1999）用於將標準化階段

以選擇適當字詞，Terminae（Biébow and Szulman 1999）則用於標準化和正

規化階段。 

6、本體論的結構化程度 

    許多本體建置理論，都提到建構本體論並非一蹴可成，過程中需經歷

資訊型態的轉變。因此，本文在此強調，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利用文字探

勘來協助建構本體知識，並非在建構出一個完整的公司治理本體論，因此

將重點放在將一群概念連結起來，而不強調概念的屬性，這種結構被稱為

簡單結構的本體論。圖 3-5 是由 Lassila and McGuinness (2001)所提出的本

體論的結構化程度，該分類基本上可分為十種，越右邊結構化程度越明顯，

本文所建構的本體介於於 informal is-a 和 formal is-a 之間，以下將進一步

的說明： 

 

 

 

 

圖 2-7 本體論的結構化程度（資料來源：Lassila and McGuinness 2001） 

Informal is-a 指非嚴謹的 subclass-of 或 is-a 階層關係，就像 YAHOO

網站中的階層關係一樣，在此結構化程度中，car rental 和 hotel 都有可能

是 travel 的子階層，因為兩者都是 travel 的重要內涵。Formal is-a 指如果 B

是 A 的子階層，就應清楚的描述 A 與 B 之間的關係，在此結構化程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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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的子階層為 flight、train。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找出公司治理重要概念間的階層關係，建構

一個簡單結構的公司治理本體知識，並未針對概念的屬性及概念間的關聯

性進行描述，也尚未發展出整個公司治理本體知識中的公理限制等。因此，

本文屬於 informal is-a 和 formal is-a 之間偏向於 informal is-a 的階段。 

 

 

 

 

 

 

 

 

 

 

 

 

 

 

 




